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弟兄姐妹⼤家好，很⾼興又有機會跟⼤家分享主的道.當我

在為這個週末資訊禱告的時候，我跟江媽媽有⼀個簡短的對話，

也跟我們的衍誠牧師有個對話。事實上後來我們就瞭解到說，在

這個季節裡⾯使徒性的教會，特別是天國議會的教會是很重要

的，同樣這個時候，夏威夷科納的懷姆國家⼤學的⼀位領導寫信

給我。事實上他幾個⽉就跟我聯絡，說要我在使徒性的教會來寫

⼀篇論⽂。因為國家⼤學實際上在使徒性中⼼這樣⼀個思考很深

入，⽽且他訓練世界各地許多⼈進入⽲場，很多從世界各地來的

年輕⼈都到科納這個地⽅來學。你知道嗎︖其實我⼀直沒有時間

來寫這篇論⽂，直到我跟江媽媽和衍誠牧師有了這樣⼀個聯絡之

後，同時他也寫了信給我說：「嘿，你現在是該寫這篇論⽂的時

候。」 事實上今天下午的資訊就是我那篇論⽂的摘要，就在這

個時候我在想說：國家⼤學跟我們慕主先鋒教會，就在這個時候

我們要開始彙聚成⼀個⽔流，在末世的時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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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先讀⼀段聖經，然後我們就⼀起禱告。《彼得前書》第2

章第5節：「你們來到主⾯前，也就像活⽯，被建造成為靈宮，

作聖潔的祭司，藉著耶穌基督奉獻神所悅納的靈祭。」⼤意是這

樣⼦，我們都是屬靈的活⽯，被建造成⼀個屬靈的靈宮，要在基

督耶穌裡⾯。這個重點是你是活⽯，要被建造成為⼀個靈宮。 

《以弗所書》第2章19-20節，我們有同樣的概念，但是⽤⼀

個不同的話來說。「這樣，你們不再作外⼈和客旅，是與聖徒同

國，是神家裡的⼈了。並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，有基

督耶穌⾃⼰為房角⽯。」所以在整個建築物就可以在神的裡⾯，

成為⼀個聖潔的好像聖殿⼀樣，⽽且在祂裡⾯你們也被建造，就

成為神的居所，在靈裡⾯成為神的居所。我們知道說:「我們是

聖靈的殿。」⽽我們成為耶穌基督的⾨徒，我們知道這件事。但

是我們不⼀定有這樣⼀個正確的圖像，聖殿到底是什麼樣⼦︖這

樣⼀個殿並不是⼀個好像單獨坐落⼀個殿⽽已，⽽是好像是⼀群

活⽯⽽被堆起來建造成為⼀個聖殿。當我們想到⼀個活⽯的時

候，我們可能也沒有⼀個正確的途徑，因為當我們建造⼀個建築

物的時候，我們⽤⽔泥或是⽯塊。沒有⼀個⼈在這個世界上建造

建築物的時候是⽤寶⽯來建，你可以想像嗎︖你在建造⼀個建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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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的時候，每⼀塊⽯頭要麼就是鑽⽯，要麼就是紅寶⽯，綠寶

⽯，藍寶⽯，這些非常珍貴的寶⽯。 

有⼀次我到⼀個地⽅，這個部落的⼈他們就是專⾨挖⽟⽯礦

的。當他們開始認識神之後，他們就開始建造⼀個教會，這個教

會的建築物，他們的牆、他們的柱⼦全是⽤⽟做的。我沒有辦法

相信我的眼睛，我要去摸摸這個教會的柱⼦，通常我們拿⽟的是

⼩⼩⼀塊⽟，你看這麼⼤的⼀⽚牆，這麼⼤的⼀條柱⼦，全都是

⽟。 

當你到歐洲看到⼀些古代的建築，他們⼀些古代的殿、城牆

等等，他們⽤這麼⼤的⼤理⽯來做這麼⼤的柱⼦，看起來是非常

美麗。但那只是⼤理⽯⽽已，現在整棟建築物都是⽟，但那也只

是⽟⽽已。但如果說整棟建築都是鑽⽯呢︖我可不是說那⼩⼩⼀

粒粒的鑽⽯，我是說那整⽚牆都是鑽⽯，所有的柱⼦都是，所有

的紅寶⽯、藍寶⽯。你有沒有辦法想像︖你的眼睛好像就有吃不

完的盛宴⼀樣。 

你再來想想看，當神說：「你要成為活⽯，你們都是寶

⽯。」不僅僅是地上的⼩⽯頭，琥珀、⽟、寶⽯全都是非常好的

寶⽯，都是極為珍貴的⽯頭。⽽這些⽯頭被聚在⼀起，來建成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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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神的家，⽽且是⼀個家庭。是神的家，也是聖靈的居所。⽽這

個根基呢︖就是使徒、是先知、是耶穌，⽽耶穌是那位房角⽯。 

讓我們來禱告！聖靈啊，我們需要祢的教會的⼀個異象，是

為祢使徒性教會的異象。我們需要來接受祢使徒的⼼，祢要建造

⼀個非常榮耀的、連天使看都驚歎、⽽且永永永遠遠是美麗的。

所以我們的眼⽬需要看⾒聖經裡⾯所說的，⽽且要能夠明⽩祢所

做的，奉耶穌的名禱告。 

所以我給你們畫了⼀個圖像，⼀個神的家的圖像，至少在靈

裡⾯看起來它應該是什麼樣的。所以當你想像你是聖靈的殿，第

⼀個你要知道：你不是⼀個⼀個獨⽴的殿，你是神家的⼀部分，

是⼀個身體，你是個別的⼀塊活⽯。第⼆個你思想要改變說：這

個⽯頭不是⼀般的⽯頭，它們是美麗的寶⽯。 

但如果你曾經挖過寶⽯礦的話，你會知道剛剛這個⽯頭挖出

來的時候，它並不是很漂亮的，你必須要把外⾯削掉，裡⾯的寶

貴部分才顯⽰出來。所以在我們當中可能有些⼈，你現在看起來

好像不是很美麗。但是我們所有⼈的內⼼都是寶⽯，主耶穌要來

製作、要來雕琢，以至於我們能夠發出寶⽯的光芒和榮耀，那就

是你在基督耶穌裡⾯的價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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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以，建設使徒性中⼼我們要有哪些步驟呢︖我曾經在這個

講臺上分享過其中的⼀部分。 

《彼得前書》第2章已經讓我們看⾒了《啟⽰錄》21章裡⾯

所講的事：我們看到羔⽺的妻——羔⽺的新婦在新耶路撒冷裡

⾯，我們可以看到在聖城新耶路撒冷的根基上⾯有⼗⼆種不同的

寶⽯。⽽這樣⼗⼆種寶⽯，它是羔⽺⼗⼆個使徒的名字，即使在

新耶路撒冷，是羔⽺永遠的新婦、是永恆的議會、是神的居所。

現在我們是聖靈的殿，神的靈居住在我們的裡⾯，⽽那個新耶路

撒冷，羔⽺與⽗都住在這裡。所以這個屬靈的殿，這個永遠的家

就完全地被顯出來。不管這個殿上⾯什麼樣，它的根基就是在⼗

⼆個使徒上⾯，就像《以弗所書》第2章20節說的「這個殿的根

基是建造在使徒跟先知上⾯。」這就是為什麼使徒對教會是這麼

重要，因為教會基本上就是使徒，⽽且是先知性的。如果我們的

教會不在使徒性跟先知性裡⾯來運作的話，那教會就沒有跟神的

⼼意對齊，失去了教會從誕⽣之初就有的特性。這個是神對教會

內在設計的根基。 

這座殿本身就具有使徒性，使徒性到底是什麼意思︖聖經非

常清楚，就是「使徒」希臘⽂「upstairs」的意思就是「被差派出

去的」。如果有⼈被呼召成為⼀個使徒，就是他是在耶穌基督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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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託下被差派出去。《⾺太福⾳》第28章第18-20節：「耶穌進

前來，對他們說：‘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。所以，你

們要去，使萬民作我的⾨徒，奉⽗、⼦、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

（或作‘他們施洗，歸於⽗、⼦、聖靈的名’）。凡我所吩咐你們

的，都教訓他們遵守，我就常與你們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

了。’」耶穌說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已經給我了，去使天下萬

民成為我的⾨徒，將我所教訓你們的去教導他們，所以我會與你

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。這件事本身就具有使徒性，這是給每⼀

個信徒的使命，所以我在說什麼︖所以每⼀塊來建造神的家的活

⽯，都有使徒的特性，但並不表⽰說每個⼈都是使徒。因為使徒

的呼召是跟使徒的本質不同的。 

如果你觀看新耶路撒冷圖像，你會發現使徒的名字並不是在

聖城新耶路撒冷頂部，⽽是城市的底部，其他所有的都是建在他

的上⾯，所以說使徒是神要建造的所有⼀切的根基，等於他是在

所有的下⾯，是所有的根基。 

如果我們能看到整個教會都有使徒的特性，我們也必須要說

整個教會都有先知特性，因為耶穌說：「我的⽺聽得⾒我的聲

⾳。」同樣耶穌也說：「當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，你們就要成為

我的⾒證，從耶路撒冷、猶太全地、撒瑪利亞直到地極。」這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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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先知性，因為先知的靈是來為主耶穌做⾒證的，所以這兩樣是

基本性根基。 

所以，當我們思考我們慕主先鋒教會要怎麼樣成為⼀個使徒

性教會時，所以我們要先明⽩，事實上這就是神的設計，好像⼀

個天國議會⼀樣的設計。但是很不幸，並不是基督身體裡所有的

教會都對這樣⼀個認識蘇醒過來。所以有些教會沒有被喚醒來期

待這件事，⽽且活出這件事。你們因為江媽媽，還有這些使徒性

領導的教導在這⽅⾯的理解是更進⼀步，所以這些語⾔對你來說

並不陌⽣，這樣的認識與瞭解對我們來講也不是新鮮的。然⽽，

就⼀個教會的異象跟教會的⽂化來說，這個地⽅教會的每⼀塊活

⽯，並沒有領受和擁抱這種使徒的⼼、使徒的異象，因為可能有

些⼈會認為：「這不適合我，我⼀點也不覺得⾃⼰是使徒。」這

不是你是否覺得⾃⼰是使徒，也不是你認為你的使命是使徒的本

質，因為使徒本質上是教會的根本特性，所以主耶穌會把這些使

徒性、先知性的活⽯——這些寶⽯聚在⼀起，建造成神的殿。在

這樣的根基上，那些被呼召成為使徒、成為先知的⼈，⼀直跟⼀

開始被呼召的那⼗⼆個使徒來連接在⼀起。 

如果我們要來想像使徒性的⼼，你怎麼知道你有著使徒性的

⼼呢︖使徒的⼼是使徒表達的開始和來源，所以我想講講使徒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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⼼、使徒性的⼼態，然後我將談到使徒性的表達。⼀個⼈當他有

使徒的⼼的時候，他是完完全全地被我們這樣⼀個信仰、信⼼所

抓住。這並不是說⼀個遠在天邊、⾼不可及的東西，⽽是⼀個非

常基礎，就在我們旁邊的⼀個基礎性的東西，基本上就是⼗字

架。 

當耶穌要求祂的⾨徒來跟隨祂的時候，祂說：「每個要跟從

我的⼈必須要捨棄⾃⼰，來背起他的⼗字架來跟從我。無論我到

哪裡，你們都跟從我。」這就是⼀個使徒。 

當耶穌看少年官的時候，祂說：「變賣你所有的來跟從

我。」這個少年官他非常地富有，有許多的產業有許多東西，所

以他含著淚看著耶穌，他做不到。「我可以遵守神的誡命，我可

以遵守⼗誡，但是主你問我的話，我做不到。」耶穌事實上是在

給他⼀個使徒的邀請，要把攔阻他進入使徒呼召的⼀切東西要挪

⾛，所以這就像⼗字架，是非常簡單的，⽽且是最基本的。「我

已經與耶穌同釘⼗字架了，我活著已經不再是我了，⽽是基督在

我裡⾯活著。我現在在⾁身活著，我是因著對主耶穌的信⼼，愛

我⽽且為我捨命的那⼀位。」那就是⼀個使徒的⼼！我雖然活

著，但是我是已經被釘⼗字架了，不再是我活著的。所以那不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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很⾼深遙遠的東西，⽽是非常基本的，是當我們認識耶穌的第⼀

天，我們就被呼召要進入的那⼀份。 

其實我在伊朗曾經跟⼀些信主的⼈有過⼀些交通，在阿富汗

那個地⽅，很多⼈他們之前是回教徒，⽽且是在遊擊隊裡，他們

四處招募兒童，讓孩⼦們加入他們的隊伍，在他們身上綁上炸

彈，去轟炸⼈，他們⼀直在做這些事。他們聽到福⾳，明⽩耶穌

如此愛他們，當他們決定要跟隨耶穌時，他們開始在基督裡死

了。過去常常去轟炸殺⼈，然後被殺，這是他們的⼼態。現在他

們是為了耶穌不怕死，因為他們過去願意為錯誤的原因⽽死，所

以他們就從與耶穌同釘⼗字架那個地⽅開始。其實讓他們的孩⼦

去傳福⾳是⼀件很危險的事，他們知道這些孩⼦如果碰到⼀些反

對的⼈，他們會死的。但這些孩⼦你要知道他們原來是被徵召要

綁上炸彈去殺⼈的，所以這些孩⼦原本是要為錯誤的原因⽽死，

他們習慣了死亡，之前他們希望死了之後能到天堂，但現在他們

知道他們在基督裡有了救恩，他們的母親們也不再害怕送他們的

孩⼦去傳福⾳了。我知道這些對美國⼈來說是非常奇怪的，但是

我是想要讓你們明⽩，⼀個使徒的⼼是⼀個背著⼗字架的⼼，是

與耶穌同釘⼗字架，與耶穌⼀同受苦，經歷祂復活的⼤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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很多時候，我們很多⼈並沒有在與耶穌基督同釘⼗字架上有

很深的經歷，因為很多時候我們好像想要跳過⼗字架的經歷。你

知道基督的⼗字架是最基本的真理，我們藉著⼗字架才能進到神

的國度，所以事實上我們永遠沒有辦法從⼗字架上畢業，我們每

天每時每刻都要背著⼗字架，當然這是⼀個非常基本的真理，但

這同樣也是⼀個最榮耀的事，我們要持續的住在其中。只有⼗字

架上，我們才能夠經歷他復活的⼤能，⼀個使徒性的教會才能⼀

直⾏⾛在耶穌復活的⼤能裡。 

所以我已經為你們定義了使徒的⼼。使徒的⼼，其實就是⼀

個與耶穌⼼連⼼的⼼。這個⽼我，那個腐敗的⾃我已經釘在⼗字

架了︔⽽我們這個新造的⼈呢，耶穌就住在我們的新⼈裡⾯，⽽

是藉著我們活出來。 

最近，我有⼀個很喜樂的經歷。你知道當你看⾒有⼈認識耶

穌的時候，這是⼀個非常喜樂的經歷。所以就在這個過去的週

四，我有⼀些很好的經歷，我想就跟⼤家分享⼀下。 

今天是禮拜六，週四的時候，我在堪薩斯。在下午1點的時

候，我給兩個年輕⼈在游泳池裡受洗，其實我並沒有直接的為他

們施洗，⽽是有兩位韓國的牧師來替這兩個年輕⼈受洗。我站在

他們的後⾯來為他們禱告，因為我要這兩個韓國牧師來⾨訓這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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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剛受洗的⼈。這兩個年輕⼈是韓國⼈，也許在兩周半之前，事

實上其中有⼀個韓國牧師來找我，讓我去跟這兩個年輕⼈其中之

⼀來談⼀談，因為他們兩個⼈好像有⼀些經歷。其中⼀個⼈是很

有名的，我通常不會說因為⼀個⼈很有名，好像我就特別怎麼

樣。他在YouTube上有很多跟隨者，他是⼀個⼤明星，但他同樣

也是個幫派分⼦。我不記得說他以前是幫派分⼦，還是他現在是

幫派份⼦，但至少他是個幫派分⼦，他們在⽼撾居住。當我聽到

⽼撾，不管他有沒有名都無所謂了，包括這個地⽅。其實我過去

⼀直沒有機會來為⽼撾這地⽅任何⼀個⼈禱告，⾼棉、越南、緬

甸這些地⽅，我都有機會為⼀些⼈禱告，但是⽼撾這裡沒有。所

以他把他們帶到這個房間來，韓國牧師在這兒，然後幫派分⼦在

這兒，我在這兒，所以這個對話需要翻譯。我說英⽂，他們翻成

韓⽂，他們兩個看起來25歲到30歲，幫派分⼦他全身都是刺青。

你知道那個刺青其實非常好看，很有藝術性，所以他是⼀個非常

強壯、肌⾁很強健的⼈。他就這樣站著，⾯露凶相。他雖然坐下

來，他還是⾯露凶相。所以我就開始跟他問好，跟他握⼿，然後

把⼿搭到他肩上，「嘿！你好！」我當時在給他⼀個擁抱的時

候，他還是⼀樣，坐著沒有任何的表情。所以後來我就回到我的

位置上。我說：「你不要跟我講任何事。我現在就要為你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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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。」所以我就禱告，然後我停下來。我就對他說三件事，所以

韓國牧師就翻譯了三件事。當我在說這三件事之前，他有⼀個朋

友是⼀個信徒，他這個基督徒朋友曾經把這個⼈帶到堪薩斯市兩

天。所以早上10點我為他們禱告，下午4點他們就搭上⾶機回到

⽼撾去，所以我就對他們說這三件事，最後我就請這個韓國牧師

去問他說：「你覺得怎麼樣︖」他是非常的安靜、很嚴肅，所以

我就從這些⼈當中學到了「沉默是美麗的，⼤家安靜的時候不必

說話！」所以我就讓他們繼續保持沉默。過了⼀⼩段時間，然後

他就開⼜了，他說：「我⼀直在想，我要怎麼樣來邀請你說的這

位耶穌來到我的⽣命中呢︖」我沒有辦法相信我所聽⾒的！我⼀

直以為他是⼀個幫派分⼦！我的朋友說：「不要去碰這個傢

伙！」後來我才知道，原來他的這位基督徒朋友曾經試著要帶這

個幫派分⼦認識耶穌，已經試了⼗六年了！因為這個幫派分⼦在

韓國已經惹了許多的麻煩，他不能再回韓國，只能待在⽼撾。其

實他原本計畫在⽼撾繼續再住10年，直到這場暴風過去之後。所

以我就對韓國牧師說：「請你現在就帶我們這位元弟兄來認識耶

穌，你知道該怎麼做。」他需要來破除剛剛說這三件事情，要來

斷開，然後我們就為他禱告，後來我就離開這個房間了。⼆⼗六

⼩時之後，我就進到禱告室，那位基督徒朋友跟幫派分⼦他們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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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那兒。我⼀看到就很驚訝，我說：「你不是應該已經回到⽼撾

了，你怎麼還在這兒︖」他就說：「昨天真是⼀個⽣命改變的很

美好的時刻，所以我決定繼續留三周了。」所以我的朋友他需要

來學習怎麼樣做⼀個基督徒，從最基本的A、B、C開始。他要從

21天的禁食開始。當他學會如何來禁食、學會如何成為⼀個基督

徒，然後我們再回⽼撾去。我說：「誰告訴你，當你成為基督徒

之後，第⼆天你就要開始21天禁食的︖」他說他聽說過先知但以

理曾經禁食21天，所以他要來跟隨這個但以理的禁食。然後我這

的牧師模式⽽不是使徒模式開啟了，我說：「但以理喝⽩⽔吃青

菜21天。」那個⼈說：「不要，不要，我只要⽔。」我說：「這

個很危險哦。」後來他的朋友說：「你覺得他做得到嗎︖只出⽣

⼀天的新基督徒。」但他看起來很強壯。我想：「也許他會減重

20磅，也許還他可以撐過去。」所以我就給他的5種不同的禁食

的⽅法。但他說：「不要這些，我只要⽔就好。」我就問他說：

「你想要從什麼時候開始︖他說：「就是現在。」他把⼀瓶⽔拿

出來，「就是現在。」這聽起來好像幫派的基督徒！從幫派分⼦

的國度開始到神的國度，這樣的⼀個⼟壤！哇！如果每⼀個基督

徒都能夠像這樣的重⽣，這實在太棒！。第⼆天我又來了，我看

他在禱告殿裡⾯，後來他就過來跟我說話，他對我微笑，然後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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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鞠個躬，然後我們就在這個禱告室裡溝通。他的朋友說他做了

好多夢。我就問他這什麼意思︖他說過去幾個晚上，每晚至少做

三至五個夢。後來我就坐下聽他講他的夢。我就打開《聖經》，

試著要為他解釋他的夢。 

我開始⼼裡有些嫉妒了！我⼀年不過只有三四個夢。他⼀個

晚上就把我打敗了！⽽且這些夢是非常有益處，讓我學到許多事

情，我趕快把它記下來。 

神給他的夢是他要去傳福⾳，⽽且要得⼈如得⿂⼀樣。非常

的讓⼈驚歎！我跟他在⼀起差不多七、八天左右，後來我需要回

去了，因為我爸爸身體不好，所以我需要出國去看他。當我回來

的時候，每個⼈都告訴我說，他過去這⼀個禮拜很⽣氣，他每天

跟神打架，他因為⼼煩意亂⽽停⽌禁食。聽起來好像是「幫派分

⼦」。後來我坐下來就聽他說。 

之前那個週末，摩根姐妹來訪，我正在和這個弟兄說話，我

跟他談《路加福⾳》22章31—32節，那裡⾯講到說「西⾨，西

⾨！撒旦想要得著你……但是我已經為你禱告，以至於讓你能夠

回頭。」所以我就⼀直對他說：「西⾨，西⾨，西⾨彼得。」我

們談話時，她就⾛到⼀邊禱告，在7⽉27號，她給我看了⼀條⼿

機便條，⼤約是談話前⼀周，她就寫下了便條，這個⼈的名字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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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蒙·彼得。事實上也就是我跟他談《路加福⾳》第⼆⼗⼆章之

前的⼀個禮拜她就寫下來！⽽且我記得7⽉27號的時候，我告訴

他的基督徒朋友說：「你不再是像約拿單那樣是⼤衛的朋友，你

現在是安得烈，你回去學習關於安得烈這個⼈。」所以⼀直在研

究安得烈這個⼈。事實上是安得烈帶著彼得來到耶穌的⾯前，介

紹耶穌給彼得知道，他們實際上是兄弟，他好像說：「來啊，來

啊，現在耶穌在這裡，趕快來看。」所以當我們為他受洗的時

候，我們才瞭解原來彼得跟安得烈他們都進來了。太棒了！ 

我們下午⼀點鐘施洗了四個⼩時之後，我們就到了另⼀個地

⽅，摩根姐妹又回到了那個地⽅了，所以我們都在⼀個地⽅。那

個地⽅正好有⼀個⼈把他的⾞停在我孩⼦的⾞位上，然⽽他的⾞

是⼀個很⼤的卡⾞。當他看到這個屋主進來的時候，他就覺得很

不好意思的「抱歉抱歉」，因為他在未經允許的情況下停⾞。所

以我就到前⾯，跟這個⼈很好⼼的說話，他就覺得很感動，他就

拿⼀個⽩⾊卡⽚，上⾯有⼀個紅⾊的蠟印章，上⾯寫著他的名

字，非常漂亮。他的這輛卡⾞是⼀輛建築卡⾞，因為他正在為隔

壁的那棟房⼦做室內裝修，他就把他的卡⾞停到他家前⾯了。

哦！他脖⼦上戴了⼀個很⼤的項鍊，那不表⽰說他是個壞⼈，只

是表⽰他是⼀個特別的⼈。那個時候他給我他的名⽚時，我⼀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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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名⽚好棒，很有藝術感！上⾯還有⼀個蠟的印！我就跟他說：

「你知道嗎︖你這個印記就讓我想起了《聖經》，你知道《聖

經》嗎︖在《聖經》裡⾯《雅歌》第八章第六節，就是要把我放

在你的⼼上如印記。」我跟他講到《以弗所書》第⼀章，還有

《啟⽰錄》，這太無聊了！摩根姐妹從旁邊跳過來，她只是說：

「有些⼈去教會，但是當有⼀天他到耶穌⾯前的時候，耶穌會跟

他說：‘我不認識你。’」實際上我剛剛說的非常簡短，但她很好

聽地說了很長⼀段時間，⼤概有5分鐘，她有她的⽅式， 但她所

講的資訊是非常強烈！也就是說：「你必須現在就委身！百分之

百的委身給神！」那個⼈非常的感動，他說：「我現在就願意委

身給耶穌了，我該怎麼做︖我要把我的⼼給耶穌，然後讓我被聖

靈充滿。」他說：「現在我知道為什麼我把⾞停在這個錯的地⽅

了。」 

這件事情太特別了！在我⽣命中從來沒有發⽣過你這麼特別

的事情，太奇妙了！我要告訴每⼀個⼈！我說：「今天真棒！能

夠讓兩個⼈得救，實在是還不錯了！⽽且今天還沒結束。」 

今天早上我們有⼀個訓練，就是要給100個城市傳福⾳。在

訓練開始之前，我在弗蘭西斯牧師的家裡，我直接告訴你們剛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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講的事情，因為這發⽣在週四和昨天。這不是遙遠的故事，是最

近的故事，⽽且這件事就發⽣在離你們教會很近的地⽅。 

我正在跟法蘭西斯牧師喝咖啡，摩根姐妹從瑪蒂娜家要到法

蘭西斯家，我從⼀輛⾞前⾯經過，然後⼀個年輕⼈，很⾼的年輕

⼈，她路過就跟年輕⼈談起了耶穌，那個年輕⼈嚇了⼀跳，不想

跟她說話，他就把這個⾞⾨關起來，說：「⾛開！⾛開！我不想

談。」說實話，摩根姐妹很固執，她說：「我只是要告訴你耶

穌，並不是要傷害你。「你想想看，那個⼈這麼⾼啊，這個姐妹

這麼⼩，怎麼可能傷害他呢︖那個男⼈說：「你是認真的嗎︖」

所以那個男的就把⽣命獻給了耶穌，就在法蘭西斯家那裡。坐在

這裡的「南森」就是那個年輕⼈！有⼀天他好像有點失望，他就

在這附近開⾞。哇！那天並不是很快樂的⼀天，「我⼀定要跟⼀

些⼈來傳福⾳！」南森非常喜歡中國⼈啊，他曾經跟于弟兄⾒過

⾯。 

那天我來這邊的時候，我想要開⾞去傳福⾳，但是我迷路

了，我想要去找丹尼爾。其實呢，我從來不會迷路，⽽且這個地

⽅對我來說，其實很不容易讓我迷路的，我應該要去法蘭西斯

家，但我不知道為什麼，我就從他家前⾯經過，沒有停下來，⽽

且那天晚上已經很晚很晚了，⽽且我穿著連帽衫，其實我很少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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樣，但是那天可能有⼈看到我會覺得：「哎！這個⼈需要救

恩。」所以我後來就掉頭，因為我發現我開太遠了。我就開到那

些公寓前⾯，發現⼀個很⼤的⿊⾊卡⾞，是另⼀輛卡⾞，當我從

這個卡⾞前⾯開過去的時候，就看到⼀個⼤鬍⼦男⼈卡⾞上下

來。學校的上課時這樣說：「⼀個⼈看起來越可怕，就對福⾳越

敞開。」我那時候⼼裡有⼀個感覺，神說：「⾺上停下，把你的

⾞停下，去找那個⼈。」祂在找這種聽到福⾳就能夠快速順服的

⼈，我就很快停⾞，跳下⾞來到他⾯前，說：「不好意思，先

⽣，我找你。」他非常驚訝，因為半夜了，那裡又沒有燈，四下

無⼈，就看到⼀個穿著⿊⾊流氓衣服的⼈直到他跟前，我說：

「先⽣，我迷路了，我其實不應該出現在這裡，但是我看到你，

我⼼想，有⼀位神如此愛你，我需要告訴你關於祂的事。我需要

攔下你，告訴你這位耶穌愛你、愛你的家⼈。」那個⼈就看著我

說：「你剛才說什麼︖你等⼀下！」接著他就跑到樓上去，帶著

他兩個孩⼦、他的太太跟他的媽媽和奶奶來了，他說：「告訴他

們你剛剛說的話。」所以，我就跟他們分享福⾳。神讓我知道那

個男⼈內⼼的不饒恕，所以我就跟他說，然後他就饒恕了那些傷

害他全家的⼈。那天晚上，他的家⼈都信主了。⼀周後，他遇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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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法蘭西斯牧師，他也信主了，他就加入了家庭教會，⽽且他願

意把⾃⼰的⽣命完全委身給耶穌，這件事就在附近的地⽅發⽣。 

神能拯救⼀個⽼撾的匪徒、⼼腸剛硬的非理性⼈⼠、能夠把

整個家庭帶向耶穌的關鍵⼈物，或者是⼀個年輕⼈，年輕到還不

能開⾞和抽煙，然後就在路邊，他就把他的⼼給耶穌。因為這個

教會使徒性的特質，所以他能夠伸展到世界列國去，能夠摸著他

們的⼼。耶穌把這個使徒性的教會放在這裡，是為著列國的緣

故，同樣也是為當地的⼈。所以⼀個使徒的⼼是⼀個⼈與基督同

釘⼗架，能讓耶穌經由他們來活出來。但是⼀個使徒性的表達，

是⼀個⼈他過著這樣的⼀種⽣活，是他不斷的活出⼤使命這個馨

⾹之氣，主將會在先知性的、使徒性的恩賜當中引導他們。 

我知道你們當中許多⼈，神會開始啟動你們，神會把你們安

置好，在你們的社區就像⼀群活⽯⼀樣。有使徒的⼼的⼈，不想

離開群體獨處，他想融入社區，因為它是神的家的⼀部分，使徒

為神的家帶來新的活⽯，因為這些活⽯分散在不同的地⽅，遍佈

世界各地，並且遍佈整個灣區。有些⼈他最終會被興起成為真的

使徒，⽽有些會被興起成為先知，有些⼈會興起成為教師，有些

⼈會被興起成為牧師，有些會被興起成為傳福⾳的，有些時候我

們會這樣看，我們看到此處先知、傳福⾳的、牧師跟教師。實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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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我看的是很不同的角度，我看到的是先知使徒，所以其他的恩

賜在使徒之上，使徒是⼀個根基。所以在使徒的裡⾯有更多的恩

慈，就更能夠在這個根基上興起更多其他恩賜。因為神給使徒⼀

個容量，能夠來承擔其他所有的事⼯的重量。我是從哪裡學到

的︖我是從新耶路撒冷中學到的。因為新耶路撒冷的根基就是在

那個12個寶⽯——使徒的根基上⾯。 

在《以弗所書》第4章第11節這個圖像裡，就是使徒是基

礎。但是在《哥林多前書》14章裡⾯講到說：「你們要切慕屬靈

的恩賜，其中更要羡慕的，是做先知講道。」第⼀是使徒，第⼆

是先知，然後接下來各樣的恩賜就在他們之上，都是在愛裡⾯來

成就。但是⼀個使徒的⼼，是⼀個家⼈的⼼。當我們在看到《以

弗所書》第4章之前，我們必須要先來看到《以弗所書》第3章，

在第3章14節之後：「所以我在⽗⾯前屈膝，天上地上的各家都

是從他得名」，第17節「使基督因你們的信住在你的⼼裡，叫你

們的愛⼼有根有基」，為了要能讓各樣的恩賜適當的運⾏出來，

所以保羅寫下《哥林多前多》第13章。「你要追求愛，也要切慕

各樣屬靈的恩賜，特別是說預⾔。」所以你能看⾒，這個天國議

會就是使徒性的，⽽且還是先知性的，是從使徒、先知、傳福⾳

的、牧師、教師當中起來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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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許你會說：「使徒在我們教會當中，除了江媽媽跟幾位跟

著她的牧師之外，在其它地⽅並不是很明顯。」但是我要告訴

你，你可以看看這個安提阿教會的榜樣。這些先知跟這些教師

們，他們⼀起來禱告服侍神，所以從那裡，神選了兩位使徒出來

——保羅跟巴拿巴，這就是怎麼樣可以讓這些服侍神的同⼯能從

這個教會出來。這種不同的恩賜——使徒性的恩賜怎樣在教會裡

⾯產⽣︖特別是當教會很⼩的時候，所以我們就看看安提阿教會

的例⼦，他們⼀起禱告，然後他們就在禱告中尋求神⼀起禁食，

所以耶穌就興起，⽽且送出使徒，他們⼀開始並沒有使徒，所以

他們在這個禱告會中就被差派出去，成為使徒。耶穌怎麼找到他

12個⾨徒︖那個時候有數以千計的⼈跟著他，所以⼤家上到山

上，他整夜禱告，從那樣⼀個禱告當中，神就給了他12個名字，

這就是那12個羔⽺的⾨徒，將來要審判以⾊列12個⽀派。所以我

今天要來邀請你，你就是⼀個活⽯，對耶穌來講極為寶貴、美麗

⽽且榮耀，你願不願意來擁抱這個使徒的⼼腸呢︖讓這整個建

築、神的整個家中，使徒的⼼變成⼀個常態。 

亨利請舉⼿，他從德州搬到這裡已經有⼀段時間了，⽽事實

上神對他說許多話，然後就是為什麼他今天在這裡。他來⾃⼀個

很有使徒性的教會，每⼀個⼈都已經預備好了要出去，你到那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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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會你就要預備好要出去。或者你幾步⾛到這條街上，或者你到

⼀些國家，去俄羅斯去，去很多國家和教堂。他們教會差不多有

三、四千⼈，但他們已經差派⼈到超過100個地⽅去了，假設說

每個地⽅有5個⼈，也至少500⼈出去。每⼀個地⽅正好有兩三個

家庭，就是幾乎可以說約占這個教會過20%到30%的⼈，這就是

⼀個使徒性。所以在這個教會裡差傳使徒並不是很難的事，因為

當他們加入這個教會的時候，他們每天所呼吸的就是使徒性，所

以當這個教會要他們來之後，已經有10個⼈到這個地⽅來了，他

們都是⾃願來的，因為這是在他們的DNA裡⾯。 

他們並不是好像非常超級的基督徒，他們只是有⼀個使徒的

⼼，所以我想要邀請⼤家加入到其中。你已經預備好了，因為我

相信你們已經預備好了，不然我不會分享今天的資訊。有些⼈會

帶著這樣⼀個使徒的⼼把耶穌的名字傳給你的鄰舍，有些⼈可能

會帶這樣⼀個使徒的⼼去灣區⼀些還從來沒有聽過福⾳的地⽅，

有些⼈可能會帶這個使徒的⼼到更遠的地⽅，當聖靈引導你去的

時候。 

如果你預備好，我要邀請耶穌來給你⼀個很強烈的使徒的使

命感，我邀請你們到前⾯來，我要為你們禱告，這並不是⼀個好

像很情感化的時刻，⽽是聖靈釋放的話語到你的裡⾯，我們就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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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應。我已經跟你們描述⼀個使徒的⼼是什麼樣，如果你對耶穌

說：「耶穌給我⼀個使徒的⼼，我是你的活⽯，是建造在你的家

中的。」你就到前⾯來，我們會為你禱告。我感覺你們中有些⼈

在禱告「是不是要成為家教會的領袖︖」你是從「我要成為⼀個

好牧⼈」的角度考慮這個決定的，這是⼀個好的決策過程，但是

你要在這個好牧⼈的⼼之上，加上⼀個使徒的⼼，你要做⼀個決

定說：「我要成為家教會的領袖，是基於⼀個使徒的⼼。」 

慕主先鋒教會每⼀個家教會都是在使徒性上⾯很強壯的，服

侍團隊的⼈如果不是要站在這裡回應的，也可以幫助我們⼀起服

侍這些弟兄姐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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